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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7220期预测

比较看好2、6、7有号，重点可
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2467——
013589，后者六码包含三个奖号
的可能性较小。

跨度参考2、3、4、5、6、7、8，和
值参考09至20区段。

不定位组选试荐：
128、226、228、229、239、245、246、

247、269、278、045、047、146、147、
148、346、056、067、136、156、168、
336、356、366、037、057、077、178。

双色球第17095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4、07、08、
14、15、18、21、22、25、28、29、32。

蓝色球试荐：13、14、05、10、
11。

夏加其

七星彩第17095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3、5、6，奇偶比

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4∶3，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5、7，二位
4、9，三位 3、4，四位 3、6，五位 5、
9，六位3、6，七位2、5。

排列3第17220期预测

百位：0、1、8。十位：2、5、6。
个位：2、4、7。

22选5第17220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例
关注3∶2，重点号关注03、08、15，可
杀号09、20；本期可能出现一组二
连号，热点区间关注一区，推荐一
个 小 复 式:01 03 04 05 07 08
10 11 13 15 16 19。

大乐透第17095期预测

推荐“9+3”：02、10、13、19、24、
27、28、32、33 +01 08 10。

每注金额
17819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219期中奖号码
6 9 14 20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413282元，中奖
总金额为172787元。

中奖注数
4注

323注
6327注

200注
205注

12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219

单注金额
1400元

460元
23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824524元。

中奖注数
203注

0注
696注

中奖号码：5 1 3

“排列3”、“排列5”第17219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3778注
0注

14661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0注

493
49307

排列3投注总额14222118元；排列
5投注总额9367942元。

691705元
17966元

2843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第201709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注
11注

139注
792注

6098注
14287注
71748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1注

15注
161注
459注

2264注

02 04 15 18 19 24 27 09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4注
3注

97注
35注

871注
282注

37275注
13497注

671298注
233166注

5783045注

单注金额
7965144元
4779086元

79496元
47697元

3507元
2104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7094期
中奖号码：03 05 08 29 33 04 08

本期投注总额为 199415092 元,4085529699.07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报讯 8月8日晚，体彩
七星彩第17092期开出中奖
号码1 2 8 5 8 4 4，当期全

国共开出头奖1注，单注奖金
500万元，被我省彩民收入囊
中。8月14日上午，中奖者平
顶山彩民何先生来到河南省
体彩中心兑奖，经验证，他凭
借一张2元投注的单式票精
准命中当期头奖。

据了解，中奖彩票出自平
顶山市新华区建设路燃气公
司门口的4104020036101网
点。采访时，何先生告诉记
者，他已经有10多年的购彩
经历了，这次的中奖号码他一
直守了6年多，“号码是我当
初随意选的，看着感觉挺好，
觉得能中奖，所以就没怎么换
过。”何先生说，他每次买彩票

花费不高，大多都在10元以
内，之前也中过若干小奖，这
次一下中个大奖何先生既意
外又激动。除了购买七星彩，
大乐透等体彩游戏何先生也
会小玩一下，而且他同样会守
号码，“每天买上几注彩票，这
样能给生活增加一些趣味，而
且每天都有所期待。”当说到
奖金的规划时，何先生说，将
会用于提高生活品质，当然还
是以工作和家庭为重。

今晚，将是七星彩第
17095 期开奖，目前奖池有
1051万余元，彩民朋友仍有
机会像何先生一样2元命中
500万元。

守号6年多，2元投注中大奖

平顶山彩民领七星彩500万元
□记者 吴佩锷 通讯员 王鸣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8/15（周二）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8/15（周二）

推荐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欲知详情请登录中国竞彩网。

编号/主队VS客队

005霍芬海姆 VS 利物浦

014米德尔斯堡 VS 伯顿

012赫尔城 VS 狼队

推荐

负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297元

240元

周二竞彩强档推荐

大战一触即发
霍芬海姆力拼利物浦
□记者 吴佩锷

核心提示 | 本周二，竞彩
共开售 23 场比赛，欧冠
预选赛、英冠赛事占据半
壁江山。其中，欧冠的霍
芬海姆VS利物浦这场强
强对话值得彩民关注。除
此之外，赫尔城与狼队这
场“虎狼之争”也不容错
过，且该场比赛还入选了
胜平负游戏单固赛程，可
玩性更高。

强强对决，霍芬海姆力拼利物浦

霍芬海姆在上周末的首
轮德国杯比赛中做客1∶0小
胜德丙球队埃尔福特，年轻中
场阿米里打入全场唯一进球，
夏季新援中，中场诺德韦特和
舒尔茨进入首发，从拜仁租借
来的格纳布里替补出场。

利物浦上周末英超首轮
做客3∶3战平沃特福德，夏季
新援、边锋萨拉赫打入个人的

红军英超处子球，锋线三叉戟
的另外两人马内和菲尔米诺
也分别进球，第93分钟的失
球让他们无缘开门红；遭巴萨
天价挖角的中场库蒂尼奥因
有背伤未出场，而他周中欧冠
很可能继续缺席；主力右后卫
克莱因上周末也因伤缺席，主
帅克洛普起用小将阿诺德，但
后者表现平平；中场拉拉纳也

将继续缺席。
霍芬海姆首次参加欧冠，

克洛普太熟悉德甲球队，这是
利物浦的优势，但他们的防线
质量显然还有待提高，霍芬海
姆主场战斗力并不弱。不过
总体来看，利物浦近期整体发
挥较为稳定，而且实力亦稍胜
一筹，此役值得高看。

虎狼大战，赫尔城、狼队厮杀在即

赫尔城在上轮联赛主场
4∶1大胜伯顿，乌拉圭前锋埃
尔南德斯上演帽子戏法，中场
格罗斯基也打入一球。新签
下的拉尔森在上周末获得替
补出场机会；新援斯图尔特、
中场埃文德罗和门将马歇尔

均受伤缺阵。
狼队在上轮做客2∶0完

胜德比郡，连英联杯在内新赛
季豪取3连胜且一球未失，他
们取代米堡成为本季英冠夺
冠头号热门。新援道格拉斯
和停赛期满的卡瓦莱罗各进

一球。前锋科斯塔、右后卫阿
耶赫和中场马歇尔受伤缺阵。

从英超降级的赫尔城表
现还算平稳，但来势汹汹的狼
队也不好对付，他们在近10
场赛事中，取得8胜2负的成
绩，实力不容小觑。

连胜可期，米德尔斯堡主场战伯顿

米德尔斯堡在上轮联赛
主场1∶0击败从英甲升级的
谢菲联，取得新赛季联赛首
胜，不过他们在场面上优势并
不大；前锋格斯特德打进唯一
入球。上轮替补出场表现出
色的巴姆福德取得首发机会，
将今夏从西汉姆联引进的前

锋弗莱彻挤上了替补席。中
场马滕德罗恩转会至亚特兰
大。

两轮过后只有三支球队
一分未得，伯顿是其中之一，
继首轮主场负于加的夫城后，
上周伯顿又做客1∶4大败给
赫尔城。中场埃尔文打进扳

平入球，但不久后被罚下，是
球队遭遇惨败的重要原因，周
中埃尔文也将停赛。另外翼
卫沃尔诺克在上轮受伤下场。

两队实力不在一个档次，
米德尔斯堡连续主场作战，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役应该
会继续保持连胜。


